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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五个不同地区烟草花叶病毒外壳蛋白基因的序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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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ve 71D6口ccD D 口 vf isOlates，Obtained frOm tObaccO leaves shOwing tVpical sVmDtOm 

in Qujing，Honghe，Dali，Chuxiong and Yuxi in Yunnan pr0vince，were selected and studied from 637 

TM V samples．Using a pair Of primerS specinc for TM V—U1 strain，a specmc fragment Of 530bp 

incIuding the TM V cOat prOtein gene was ampJi ed using IC—PCR．The pmducts Of PCR were cIOned 

aJ1d sequenced．The nucleOtide aJ1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the cOat prOtein Of me nve isOlates were 

found tO be Ve similar each Omer and haVe mOre thaJ1 9O％ sequence identity wim TM V—U 1，TM V—B， 

TM V—P，TM V—FUJIAN，althOugh minOr difflerences existed amOng them．The results shOwed mat me 

fiVe isOlates from Yunnan prOVince belOng tOTM V—U 1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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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花叶病毒 ( 6口c∞ D 口 vf ，TMV) 

是烟草花叶病毒属 ( 6口 Dv )中的典型成员， 

具有极广的寄主范围，可以侵染 3O个科的 31O多 

种植物，为单组份正链 ssRNA病毒，TMV基因组 

RNA由 6395个核苷酸组成，共有 4个 ORF，分别 

编码 183kDa、126 kDa、3O kDa和 17．5 kDa蛋白 ’̈ 。 

云南烟草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 27万公顷左右， 

在云南农业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中具有重要的支柱 

作用。通过近两年的调查和检测，我们发现在云南 

省大部分地区，删 的发生流行呈较快的上升趋势， 

部分优质烟生产 区烟草花叶病毒病 的发生率高达 

9O％以上。本研究试图通过对 TMV外壳蛋白基因进 

行克隆及序列分析，与国内外报道的主要株系的同 
一 基因进行比较，探明云南 TMV的主要株系归属。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烟草花叶病毒五个分离物分别采 自云南省烟 

草主产区，表现出典型花叶、疱斑、绿岛等不同症 

状类型的代表性标样，经 TAS—ELISA 法和电镜负 

染色法检测属于 TMV 的 637个分离物中选取。五 

个分离物采集地点为：TMV—QJ(曲靖)、TMV—HH 

(红河 )、TMv—DL(大理)、TMV—CX (楚雄 )、 

TMv—YX (玉溪)。各分离物经心叶烟j次单斑纯 

化后，繁殖保存于普通烟 K326(McD砌M c“ 

var．K326)中。受体：E cD“菌株 DH5 a由本实验 

室保存。质粒pGEM—T vector为 Promega公司产品。 

TMv 兔抗血清为本实验室制备。cDNA 合成试剂 

收稿 日期：20o3—07．08，修回日期：20o3—09-0l 
基金项目：国家烟草专卖局科技项目 (1lO20o00l0o6B)，红河烟厂科技项目 (HY20ol1℃s0o3)资助 

作者简介：丁铭 (1973一)，男，云南昆明籍，硕士，助理研究员，从事植物病毒学研究。 

通讯作者：张仲凯 (1966．)，男，彝族，云南昌宁籍，研究员，从事植物病毒学研究。 

Correspond g autlloL Tel：087l-5 l83204，E—mail：zhongkai99@sina．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丁 铭，等．云南五个不同地区烟草花叶病毒外壳蛋白基因的序列比较 77 

盒、克隆试剂盒、限制性 内切酶购 自Promega公司， 

PCR 产 物 提 纯试 剂 盒 、质粒 提 取试 剂盒 购 自 

Q GEN公司，PCR扩增试剂盒购 自sangon公司， 

其它试剂及耗材分别购 自华美公司和 am公司。 

1．2 病毒外壳蛋白基因的免疫捕捉 PCR (IC—PCR) 

及扩增产物的纯化 

引物设计参见王芳等 J，根据已报道的 TMv 

U1株全基因序列设计引物。引物序列如下： 

P1：5 一AT △! GCCGAATCGGATTCGTT一3 

咖 H I 

P2：5 一AT △! TACCTCAAGTTGCAGGAC一3 

咖 H I 

其中P1(除酶切位点和保护碱基外)与 V U1 

株核酸序列的5689—57o6碱基序列相同，P2(除酶切 

位 点和保护碱基外 )与 n U1株核酸序列的 

6183—6201碱基序列相同。P(1R反应体系为 50 ，循 

环参数：94℃ 5min，94℃ 1min，55℃ 45s，72℃ 

1min，重复 30个循环；72℃延伸 10n1in。 

免疫捕捉 PCR参见 肖火根等 J，略有改进。在 

PCR反应管中加入稀释至 1：500的烟草花叶病毒 

免疫兔多抗血清 ，4℃包被过夜或 37℃2h，TBsT 

洗涤 3次，病叶加入 5O倍病毒抽提缓冲液研磨， 

300叶／min离心 2min，取 1OO 上清液加入 PCR管 

中 37℃温育 3h，TBST洗涤 3次，H2o洗 1次，短 

暂离心，吸去余液。Pr0mega公司 cDNA合成试剂 

盒合成cDNA第一链。取 1O 反转录产物进行PCR 

反应。1％琼脂糖 电泳 ，5O g／mL 溴化乙锭中染色 

20min，GDs照相记录。采用QIAGEN公司QIAquick 

PCR Purification l(jt纯化 PCR产物。 

1_3 PCR扩增产物的克隆 

PCR纯化产物直接采用 Pr0mege公司 pGEM—T 

vector svstem I Kit连接程序连接 ，转化 EcD DH5 

Ⅱ感受态细胞，蓝白斑选择、PCR及酶切鉴定筛选 

阳性克隆。 

1．4 序列分析 

五个分离物的 CP基因序列测定由上海生工完 

成。测定时，每个重组质粒均选取独立 PCR 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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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克隆，进行单向测序，以确定正确的碱基序列。 

获得的序列利用 DNAsi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用于序 

列比较的几种主要烟草花叶病毒株系： v—u 【 、 

一BI6J、番茄花叶病毒 (ToMV—L)【 】、辣椒轻斑 

驳病毒 s株系 (PM ，一s) 】、烟草轻绿花叶病毒 

(TMGMV)IJ川、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 (CGM ，) 
uj。

、 TMv中国株系(GenBank：AF155507)、TMv—P 、 

齿兰环斑病毒 (oRSV—S1)⋯J、TMv一只『JIAN。 

2 结果与讨论 

2．1 目的基因的 IC—PCR扩增 

各分离物经 IC—PCR扩增其 CP基因，电泳检 

测，PCR产物均为一长约 500bp的片段，而且只含 

有该片段，与设计要求的预期大小 一致。 

2．2 扩增产物的克隆与重组子筛选 

转化平板挑取 白色菌落进行 PCR检测 ，检测结 

果表 明所挑取 的菌落含有插入片段 ，分别命名为 

pTMVQJ、 pTMVHH 、 pTMVDL、 p1MVCX、 

pTMVYx，提取质粒，肋 H I酶切后五个重组质 

粒均能切下 一条约 500bp的片段。 

2．3 五个分离物 CP基因及编码的氨基酸的序列分析 

所得五个分离物的克隆用通用引物 1’7、SP6进 

行序列测定，每个分离物的两个重复克隆所得外源 

片段序列完全一致。测得插入片段全长均为 530bp。 

五个分离物 CP基因GenBank登录号为：AF516913、 

AF516912、AF516911、AF51691O、AF493O53。除 

去引物及 CP基因 oRF外的碱基，五个分离物的 cP 

基因均为 48O个碱基，编码 159个氨基酸。 

五个分离物 CP基因核苷酸序列之间同源性都 

在 95．8％以上，其中 1Mv—HH与 TMv—OJ的核苷 

酸序列同源率达到 100％，两个分离物完全相 同， 

表明五个分离物在 CP基 因核苷酸序列同源性水平 

上属于同 一病毒株系。 

CP基因核苷酸序列推导的五个分离物CP氨基 

酸序列的同源性在 98％～100％之间，只分别在第 4、 

13、61、12O位氨基酸不相同，因此各分离物在 CP 

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水平上应属于同一株系(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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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五个分离物的 CP基因编码 的氨基酸序列比较 

Fig．1 111e comp son of the CP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fiVe iso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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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TMV各分离物 CP核苷酸序列与氨基酸 

序列分别与同属的其他病毒或株系进行了比较。各 

分离物 C-尸核苷酸序列和氨基酸序列与 T．MV．uj、 

TMv。B、TMV。兀 JIAN、TMv。P株同源率都在 9O％ 

以上，但无论在 c尸基因核苷酸序列还是 氨基 

酸序列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云南五个主栽烟区采集的五个分离物在核 

苷酸序列相互间比较有 27个碱基存在差异，但由 

此推导出的 CP氨基酸序列只有 4个氨基酸位点不 

同，主要是 TMV。DL、TMV。CX、TMV。YX分离物 

出现变化，因此云南这五个主栽烟区的 TMV 分离 

物应属于同一株系。 

云南五个分离物均同 TMV。ul、P、B株和福建 

分离物有较高的同源率 (其中B株和福建分离物均 

为我国大陆鉴定的株系)都在 9O％以上，而与 TMV 

中国株系的同源率较低 ，均为 7O％～8O％之间，同 

以往报道的云南 n ，分离物相比较，均有一定差 

异 ，4】，因此云南五个分离物与 TMV中国株应属于 

同种病毒不同的株系。由于云南五个 TMV分离物 

与 TMv。U1株 CP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别 

达到 94．5％和 97．5％以上，因此 ，我们将云南的五 

个分离物归属为 TMV。U1株系。 

删 云南分离物的核苷酸序列和氨基酸序列 

与国内普通株等 已报道的株系相比，都表现出一定 

的差异，各分离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 

异同云南多海拔、多气候带分布的特点有 一定的相 

关性，将对其致病性差异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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